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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
中国第一所软件职业

技术大学——江西软件职
业技术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参
与研制我国自主设计的第
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19
机”。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他开展汉字处理和字
符识别研究，首创在汉字
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倪光南是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也是中科院最早一批“下
海”的科学家。他主持开
发了联想式汉字系统、联
想系列微型机，两次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联
想集团即以联想式汉字系
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2015年，倪光南获得中国
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

在倪光南担任江西软
件职业技术大学名誉校长
的15年间，这所学校培养
了近3万名学生，在中国软
件职业教育进程中，这是
值得瞩目的成绩。作为在
计算机产业里“摸爬滚打”
了一辈子的科学家，倪光
南表示：“我希望以职业大
学的出现为契机 ，加速我
们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育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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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的“院士校长” 倪光南

软件产业渴求“高级蓝领”
15年培养3万职校学生

2019年6月18日，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大礼堂，穿着一身红色学位服的倪光南站在讲台正中间，为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学位帽下露出一丝白发，已经80岁的倪光南站在高出自己半个头的年轻学子身边，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他对每一个请求合影的毕业生都来者不拒，一名毕业生上

台后有些激动，突然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他先是有些惊讶，然后很快用手拍了拍这名学生的肩膀，脸上再次露出微笑。
6月中下旬是毕业季，对于学习计算机或软件专业的学生来说，倪光南都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能够从他的手上接过毕业证书，无疑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
倪光南，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作为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倪光南为什么要

出席一所中部省份职业大学的毕业典礼？面对记者的疑惑，倪光南表示：“高职水平的大学为国家培养软件人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互联网行业，核心观念、
核心技术表现为软件。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也要发扬工匠精神，在软件领域我们急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才，特别是相当于工匠级的软件人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倪光
南就认识到，信息处理是基于
拉丁文字研发的，而计算机如
果想要在中国快速发展，就必
须能够显示汉字、输入汉字，并
且学会用汉字思考。随着计算
机逐渐进入到民用领域，汉字
系统研发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倪光南萌生一个想法，“比
如我们输入一个‘中国’，它能
联想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
利用上下文关联由计算机辅助
汉字输入，这就是联想输入法
最早的概念，这无疑是个创举，
研发历程也注定无比艰难。“当
时的汉字就是方块汉字，进入
计算机就是一个障碍。计算机
的结构，也没法用汉字表示出
来。”

1968年，倪光南研制出我
国第一台汉字显示器。1979
年，一个基于图形处理原理的
汉字系统诞生——经历11年研
发过程，联想式输入法得以实
现。从此之后，计算机能够读
懂“方块字”，这是计算机发展
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
这之后，倪光南继续完善技术，
为了能够处理汉字，他带领团
队开发出汉字键盘、显示器和
打印设备。

正是因为这项技术突破，
倪光南在1981年接到加拿大
国家研究院邀请，前往海外担
任访问研究员。在中科院的支
持下，中国计算机研究人员第
一次以发明者的身份赴外国研
究所工作。

当时，他在国外的年薪是
40万元加币，约合300万元人
民币。在这种情况下，他多次
拒绝了这家研究院的挽留回到

中国。1983年，倪光南自掏腰
包购买了大量计算机硬件设
备，带着所学技术回到了祖
国。当时中国正处于家用电脑
普及的“前夜”，最大阻碍就是
无法实现计算机汉字输入输
出。倪光南为大型计算机研发
的“联想式汉字输入法”正好可
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就把汉
字输入汉字输出这些功能移植
过来，就叫做联想汉卡。”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
所决定创办全民所有制的“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
术发展公司”，当年12月，倪光
南就任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
这也让他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
批“下海”的科学家。

他带领课题组通宵达旦的
扑在研发第一线，甚至在大年
初一也不休息。1985年5月，
中国第一代联想式汉卡诞生，
解决了家用电脑汉字的输入难
题，推动了中国信息化进程。
而被植入联想汉卡的电脑，也
被命名为联想电脑，作为中国
第一代自主研发的家用电脑走
进千家万户。这一年，倪光南
46岁。

倪光南的名字也和这家
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
脑制造商的中国企业联系在
了一起——直到1999年，他离
开联想，回到他最喜欢的位置
—— 中 国 科 学 院 计 算 研 究
所。若干年后，他谈起这段

“下海”的经历，轻描淡写地说
了一句：“ 你不会记得那么细
的东西。你能赶上这么一个
时代，挺有意义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柳青

我国职业教育
发展历程

我国的职业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67年成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距今已
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保证国家经济
建设发展的需要，各类初、中级技术人才和
技术工人，大多数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
校由中央各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职业教
育的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
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逐
步形成既便于地方管理，又能调动各业务
部门的积极性，使学校拥有较大自主权的
管理体制。

在进入80年代以后，围绕如何大力发
展职业中学为目标，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
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则基
本参照普通中学的模式。

到1985年，我国中职专业学校的学生
人数比1978年增加了29.3%，农村职业高
中的学生人数增加了10.5%，技工学校增
长了大约4.6%，中职学校的学生总人数突
破了420万人。到1996年，中职学生招生
比例占到了高中阶段招生比例的57.9%，在
校学生总数占到了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
56.4%。

1986年5月，为了统筹职业教育发展，
国务院转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关
于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的通知》，正式
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并在1987年
1月明确提出“职业技能训练必须严格要
求，坚决克服和防止重理论轻实践的偏
向”。

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走上
了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道路。
1992年10月17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提倡产教结
合，工学结合”，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学要实
行产教结合模式，标志着职业教育教学培
养模式变革的开始。

199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认真
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制度。”

1993年2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进一
步改革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对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范围进行
了扩大，入学条件放低了要求，但是不包分
配。1993年9月，原劳动部下发了《关于深
化技工学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
技工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毕业生自主择业。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的出台完整而具体地提出了加强职业
教育内部建设，深化教学改革的政策。
1998 年2月，《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指出，职业教育
必须确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

2003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
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的通知》，决定批准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35所高
等学校首批试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

2005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
业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职业教育要
满足人民终身学习的需要。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其中明确指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3个特征：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相适应；体现职业教育发
展的体系性以及体现终身教育的开放性。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
形成产学研高度融合、中高职无缝对接、职
教与普教相互沟通且要充分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9年1月24日，《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到2022年，职业院
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
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
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从
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
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
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当年要大规模
扩招100万人。2019年5月6日，《高职扩
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截至 2018 年，我国共有职业院校
1.17 万所，年招生 928.24 万人，在校生
2685.54万人。统计显示，全国中等职业
教育共有学校1.03万所，高职（专科）院
校 1418 所。2018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
业率高达92%，与过去4届相比稳中有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柳青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是中国第
一所软件职业技术大学。从2004年，
也就是建校的第二年开始，倪光南在
这里担任名誉校长。这一天，也是这
所学校升格为本科后，更名大学的日
子。倪光南为学校新的牌匾揭幕，他
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一定要好好
学习软件技术的基础知识，特别是要
坚持学习和应用国产软件，要立志为
国产软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刚从江西回来，倪光南又出现在
北京师范大学。这座以“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为校训的百年名校成立了互

联网发展研究院，倪光南作为研究院
首批咨询委员会委员发表了主旨演
讲。

登上英东学术会堂的讲台，面对
着台下数百名前来参会的嘉宾，倪光
南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再次发
出呼吁：“高校要注重创新人才培养，
智库要为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演讲前后，倪光南都是鞠躬
致谢，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分钟，没有
半点拖泥带水。

时至今日，在北京中关村，你也许
会碰到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倪光南。

他习惯用手机支付，喜欢新款的智能
穿戴设备，乐于骑共享单车，“在北京，
这是最能控制时间的交通方式。”他
说，如今这些日常应用都离不开计算
机技术，自己跟计算机打了一辈子交
道，也享受计算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
种种便利。

“互联网产业”“人才培养”……退
休之后，倪光南仍然不知疲倦地奔走，
从名校到职业院校，到面向青年人的
科技大赛、创业创新大赛，每每出现在
公众场合，他几乎都带着这些“关键
词”。

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高等学
校试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的通知》。

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职
业教育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当记者提出采访请求，倪光南原本
是拒绝的，但得知内容是关于江西软件
职业技术大学，他欣然应允，“如果是说
这个学校的事，那我可以谈谈。”

如果不是倪光南，也许这座中国
首家以“软件”命名的职业技术大学并
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事实上，这
所学校的诞生，和世纪之交的国运紧
密相连。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
员。遵照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议》的
规定，中国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
2005年以前取消半导体、计算机、计
算机设备、电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
品的关税限制。为了迎接这场走向国

际市场的“成人礼”，中国进行了各方
面的布局，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更是
严阵以待。

2000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
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将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定义为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国
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在人才吸引与
培养方面，《通知》提出，国家教育部门
要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软件人才
培养规模，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建立一批软件人才培养基地。

2003年11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
首批35所试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的高等学校名单，江西先锋软件职
业技术学院（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前身）位列其中，青岛大学、郑州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也在名单之中。

倪光南对记者说，设立这35所学
校是非常重要的，“（说明）当时已经认
识到软件产业的重要性，掌握软件技
术、培养软件人才，对于中国软件的发
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35所学校，
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

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80万的软
件人才缺口，而对软件人才的需求依
然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不同于上
世纪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线上的
工人，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对于高
素质的软件产业“高级蓝领”极度渴
求，而职业院校是培养“高级蓝领”的
主力军。

1939年，倪光南出生在香港。出
生后不久，由于战乱，他的父亲决定举
家回迁到上海。即使在动荡年代，倪
光南也有幸接受了较为优质的教育。

上世纪50年代，中学时期的倪光
南最喜欢做的事是亲手制作收音机。
他曾经说过：“亲手制作过程中可以收
获更多的成就感，探索未知领域更是
一种极大的乐趣。”

大学毕业后，倪光南进入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被分到了第六
研究室。1959年6月，中国第一台自

主设计的大型数字计算机“119型计
算机”启动研制，倪光南参加外部设备
调机。他曾回忆：“当时的119机由几
千个真空管组成，耗电非常大，一个计
算机加上供电、冷却设备等等，有一个
篮球场那么大。这是现在难以想象
的。”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在北京
成立，倪光南成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部首批23名院士之一。

由于一直坚持“中国应当通过自
主创新，掌握操作系统、CPU等核心

技术”，2015年，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
倪光南终身成就奖。在他看来，中国
作为互联网应用大国，计算机核心技
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定要下定
决心，主要依靠自己努力、自己研发，
来掌握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倪光南对记者表示，过去中国
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通过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并
跑，再到领跑的时候，就会觉得没
有参照物，你自己要去制定规则。”

职业大学的
名誉校长

15年培养近3万学生
呼吁增加职业院校数量

从2004年接过名誉校长的聘
书开始，倪光南每年都会来到南
昌，与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
毕业生们交流。15年来，这所学
校走出去的毕业生已经达到近3
万名。

在今年6月18日的毕业典礼
上，倪光南用自己在计算机领域

“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经验提出，
对于软件业的竞争来说，第一资
源，甚至唯一的资源就是人才。“所
以我希望大学能培养出更多、更好
的人才，这对国家的下一步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高质量发
展战略等，都会起到非常直接的、
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倪光南将目光投向软件职业
院校的15年里，我国的职业教育也
在大踏步前进。根据国务院2014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到2020年，高职在
校生要达到1480万人。

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总收
入超6.3万亿元，在全球前10家市
值最大的ICT企业中，中国有3家
公司。中国软件人才的规模也日
益壮大，2016年，中国软件从业
人员已达到855.7万人。倪光南
说：“软件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发展的驱动力。希望国家增加
职业院校的数量，多培养这方面
的人才。”

倪光南在新中国科技进程中
留下了足够多的成就，但他却感叹

“现在年纪大了，才觉得许多事情
没有做得更好。”

倪光南与计算机打了一辈子“交道”。

奔走在各大学的院士

希望学生学好软件技术
为国产软件发展做出贡献

软件人才的国家战略

首批35所试办学校出炉
软件产业需要“高级蓝领”

计算机领域的大家
曾参与“119机”研制

希望掌握计算机核心技术

他教会计算机
“读懂”方块字

倪光南院士。

倪光南为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倪光南与江西
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
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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